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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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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昨日， 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

《2019年广州市全面改造项目影像资

料制作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项目现场

监督巡查工作

（

2019-2020

年度 ）

公开

招标公告》， 从招标公告附件可见，截

至目前， 广州11区已批未完工旧改项

目 251个， 涉及改造范围用地面积

3127.57公顷。 2019年有实质性进展的

旧改项目为37个， 合计面积745.85公

顷。

广州251个旧改项目获批

招标内容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市

11个行政区已批未完工项目251个

（项

目数量随着项目批复和推进动态增

减 ）

，当中包括旧村、旧厂改造及旧城

改造

（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除外 ）

三

种。 已获批改造的村有38条，改造落范

围用地面积达1742.64公顷。 另有旧厂

项目多达 213个， 涉及用地面积达

1383.88公顷。加上村庄，广州已批旧改

项目用地面积达3127.57公顷。

另外，2019年有实质性进展的旧

改项目为37个，合计面积745.85公顷。

房企加大旧改布局

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 在旧改加

速推进的过程中， 房企也在纷纷加大

城市更新布局。包括保利发展、富力集

团、佳兆业、星河湾、合景泰富在内的

多家房企也在积极与广州各村沟通，

以图在这场旧改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6月15日， 经投票表决， 方圆集

团确定为广州南沙东瓜宇村旧改的合

作企业， 星河控股成为南沙大涌村旧

改的合作企业。 而在6月12日， 时代

中国也顺利与花都横潭村 (

河西联社

)

达成旧改合作。 此前， 时代中国已陆

续斥资46亿元、 55亿元， 分别拿下从

化、 番禺的旧改项目。 南沙广隆村、

增城官湖村、 白云环

滘

村、 天河程介

西村等10多个旧改项目也被时代中国

收纳其中。

除此之外， 据网易房产统计的

2019年广州旧改项目中，保利已介入9

个旧改项目，富力介入13个旧改项目。

而诸如珠光集团、万科、星河控股、中

鼎集团、合景泰富、华润、佳兆业等公

司，也分别在广州签订了3~5个旧村改

造项目。

今年7月30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网上公布了关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

镇中新村全面改造项目公开选择合作

企业公告”。 这个21号线中新站地铁上

盖，面积达92公顷的中新村旧改项目，

将于9月21日揭下合作房企的神秘面

纱。

而就在8月11日上午，海珠区沥

滘

经济联合社在选定的复建房地块举行

沥

滘

旧村改造复建房开工启动会，标

志着这个由珠光集团拿下的旧村改造

项目进入全新阶段。 记者走访沥

滘

村

周边一二手楼市市场发现， 目前在售

的一手房几乎没有， 二手房有罗马家

园、时代廊桥、珠江御景湾等少数几个

楼盘， 二手房中介报价在3.5万-4万

元/平方米之间。

房企涉足旧改获利颇丰

2019年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

年将加快城市更新改造, 推动151个老

旧小区微改造、10个旧村改造、50个旧

厂改造项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

速度”逐渐向“高质量”转化，城市经济

的发展与空间利用对城市功能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 为满足城市功能升级需

求， 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

途径。 另一方面，拍地越来越难，传统

的产销模式发生变革， 地产商纷纷寻

求突破，向城市运营服务商转型，城市

更新便成为各类房企转型升级、 业态

优化的重要途径。

有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包括广州

在内的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呈下滑态

势。 城市新增可开发土地的不断减少

以及政府在土地市场的谨慎态度，使

得旧改成为开发商解决土地供应瓶颈

的重要渠道， 房企也借此方式降低自

己的开发成本。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 对于广州当前城市更新和

老旧小区等改造来看， 充分体现了存

量市场大变局的特征。 类似微改造等

领域， 充分说明了改造方面的新技术

和新理念， 对于保障和改善居住生活

条件等有积极的作用。 而从企业的角

度看，积极进入此类旧城、旧房、旧村、

旧厂等改造过程， 有助有获得更多的

土地资源， 同时也带来了更好的开发

机会。

实际上， 早期涉足城市旧改项目

的房企已经在利润上分得了一杯羹。

根据时代中国2018年年报和克而瑞数

据，2018年时代中国转化了四个城市

更新项目，其中三个是旧厂改造，一个

是旧村改造，总货值近145亿元，收入

为27.75亿元，毛利率达64.6%。 无独有

偶， 旧改专业户绿景中国2017年公司

整体的毛利率高达65.3%。

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执行会长韩

世同表示， 广州的旧改项目诞生了不

少成功案例， 猎德村当属“旧改模

板”， 新鸿基操刀的林和村、 保利参

与的琶洲村以及富力参与的杨箕村等

旧改工程， 开发商根据每个城中村的

实际情况加以改造， 也获得不俗的成

效。

开发周期长考验资金实力

旧改让旧城区焕发出独有的魅

力， 相应的， 旧改带动老城区物业的

升值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二手物业因

旧改而增值， 稀有的一手物业因比邻

旧改后的物业而持续彰显地段的竞争

力。 不过， 旧改从立项到审批再到开

发， 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这一过

程对于房企的资金也是极大考验。 严

跃进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 旧改项目往往存在一些历史遗留

问题需要解决， 所以开发周期比较

长， 对于资金方面的要求也很高。 这

就需要房企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资

源调配能力以及产品研发能力。

广州中原房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

韬也表示，三旧

（旧村 、旧厂 、旧城区 ）

改造前期开发商需有很大的力度投

入， 所以资金成为开发商面临的第一

道坎。 第二道坎是他们面临的竞争压

力大，即使旧改位置不错，但是由于广

州旧改项目很多， 产品能否被市场接

受也是一种考验。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分析人士告

诉信息时报记者， 对本地市场是否熟

悉， 是房企参加旧改的关键。 在克而

瑞看来， 有能力参加旧改的房企主要

有两类， 一类是本地较早开始旧改的

中小房企， 这些企业更加熟悉本地市

场;另一类是区域深耕的大型房企， 多

年的积累， 使之具备较强的实力。

受利好消息刺激 ，

A

股三大股指

昨日悉数高开， 不过高开之后震荡下

滑，使得涨幅收窄。 截至收盘，沪指上

涨

0.42%

收于

2808

点，深成指和创业板

指则分别上涨了

0.72%

和

0.81%

。

沪指近期围绕着年线展开争夺 ，

昨日高开后恰好回落至年线附近。 后

市年线能否构成支撑尚需观察， 由于

成交量未见明显放大， 因此即便能运

行在年线位之上， 预计也将已震荡整

理为主。 当然，从个股表现看，昨日两

市超过

40

只个股涨停， 所以在大盘震

荡过程中， 部分板块是否能走出独立

行情仍然值得关注。

就昨日的盘面走势看， 受中船科

技购买海鹰集团

100%

股权消息刺激，

船舶重工板块大涨逾

4%

，板块中的中

国应急、 久之洋等个股股价都大幅上

扬。中船科技购买海鹰集团股权，意味

着南北船的整合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

这样的背景下， 船舶重工板块中的个

股大涨并不意外。此前南北车的整合，

曾经引发相关个股大幅上扬， 因此对

于南北船的整合，也值得重点关注。

当然就中短期而言， 稀有金属近

期的走势更值得关注。 近期寒锐钴业

股价强势上扬， 昨日再度大涨创出近

期新高，从近期的成交量表现看，资金

介入较为明显。基本面上，钴矿价格自

去年以来大跌近七成之后， 目前已经

在成本价附近， 这就封堵了钴价进一

步下跌的空间，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相关个股引发了资金的关注。考虑

到稀有金属前两年火爆的人气， 不排

除稀有金属再次爆发的可能， 近期除

了寒锐钴业之外， 盛屯矿业、 洛阳钼

业、云海金属等个股，成交量也明显放

大，说明此类个股的交投再次活跃。

以目前

A

股市场

3000

多只个股这

样的庞大数量， 加上监管日趋严格和

规范，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寄望

A

股市

场整体迎来同涨共跌的行情， 显得极

不现实。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精选

板块和个股操作才更可取。 而在具体

的操作中，长线不妨重点锁定以

5G

为

主线的高科技个股， 只要公司是某领

域的龙头，掌握着核心技术，同时估值

也在合理区间，就值得长期持有。而在

中短线的操作上， 则可以结合当前的

盘面特点， 如果有大规模的资金涌入

这一板块， 就不妨在控制仓位的基础

上，适量介入技术面上形态较好，同时

业绩具备支撑的个股操作。

周伯恭

广州251个旧改项目获批，37个有实质进展

各大房企纷纷瞄准旧改项目

反弹未见放量

关注板块热点


